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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言

人间世

记忆里的甜味
小时候在凤翔老家上小学，学校在村东头，

名字是“申都小学”。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学
生们有空都喜欢去小卖部，有买本子、铅笔的，
有给家里打酱油醋的，我则属于瞎转悠的。每
次去一定会趴在柜台上，眼睛聚焦在玻璃柜台
里的水晶饼，口角涎水溢流，久久不愿离去。那
年月，全国就那么几部样板戏，看了《白毛女》，
我就认定黄世仁他妈是最富有的人，因为她家
的炕桌上永远都放着一盘点心，还要捎带着喝
冰糖莲子汤。于是我就对点心情有独钟，认为
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了。一次同学们聊天，
有人问：“如果地震了，你最先干什么？”有的回
答跑出教室，到操场去；有的回答钻到桌子底
下去……我则说，到小卖部去，端走柜台里的点
心！那是上世纪 70年代的事情。

上世纪 80年代初，我成了耀县公安局的一
名警察。近 10年的从警生涯，参与破获了多起
刑事案件，唯独对其中一起凶杀案记忆犹新。
1985年 11月 25日凌晨 1时许，县公安局接到报
案：某煤矿职工家属楼上一对新婚夫妇惨遭杀
害。县局连夜抽调了二十多名干警奔赴现场。聚
光灯下的作案现场惨不忍睹，屋内一片狼藉……
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凶手是两个人。
局领导将干警分为五组，一组在现场周围勘察，

其余四组分四个方向进行摸排调查。我和刑警
队白队长等四人一组，沿着铁路线向北出发。

11月下旬的铜川北部山区气温骤降，到了
晚上更是寒气逼人。由于任务在身，破案心切，
紧绷着的神经使我们感觉不到寒冷。大家沿着
伸向远方的铁路徒步前行，警惕地观察周围的
动向。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
边开始泛亮了，露水打湿了我们的鞋和裤脚，大
家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一名警察发现路
旁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提议去看看能不能找点
吃的东西，于是大家一同前往。到了门口，才发
现这是一户废弃的旧宅子，院子杂草丛生，屋里
空无一人。白队长是复转军人，穿着黄胶鞋背
着黄挎包，一脸疲惫、一脸倔强，布满血丝的眼
睛里透着坚毅、果敢和执着，他要求大家继续往
前走。冰冷的铁道倔强地向前延伸着，一会儿
钻隧道、一会儿跨沟壑，总是看不到头。太阳已
经升到了头顶，按照往常已经开始吃午饭了。
一整夜的折腾，大家感受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
什么叫饥肠辘辘，什么叫前心贴后背。白队长
让大家坐在路边的铁轨上休息一会儿，他问大
家饿不饿？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饿！”只见他不
慌不忙地打开黄挎包，拿出一个报纸包着的小
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大家的目光立刻聚集了过

来，纸里包着的竟是四块点心！白队长给每人
分了一块，说：“先垫一垫肚子吧！”大家拿过水
晶饼，连声“谢谢”都顾不上说，便塞到了嘴里。
我接过点心，又想到了黄世仁他妈，富人吃的好
东西啊！我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尝着，怎一个

“甜”字了得！怎一个“香”字了得！吃完后，我
把手心里的碎渣舔了个干干净净，连说好吃，好
吃！白队长说：“这叫德懋恭水晶饼，不是一般
的点心，昨晚出发前，老婆硬给我塞到包里的。”
大家这才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嫂子！”这是我第
一次听到德懋恭的名字，当然也是我吃过的最
好吃亦最难忘的水晶饼。

一周后，凶杀案破获了。凶手是崔家沟监
狱的两名越狱犯，他们逃跑后，就是沿着这条
铁路线作案的。

几十年过去了，破获这起案件的点点滴滴
像录像带一样，刻录在了我的脑海里，同时也让
我记住了“德懋恭”这个名字。后来我还专门到
西大街，找到了德懋恭食品总店，看到那里的商
品早已更新换代，且不断推陈出新，生产的几十
种糕点，尤以水晶饼、纸酥、豆沙花点、绿豆糕
等驰名。当下的德懋恭已经不只是点心作
坊，而是顾客——特别是中老年顾客记忆里
的甜味和对乡愁的眷恋。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⑦

蒲力民

笔名朴实，大学文化程度，宝鸡凤翔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陕西省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党
支部书记、副主席，交通作协公路分会主
席，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
主任。出版书籍有纪实文学《香山下的阴

影》，中篇小说《风雨人生路》《青春不迷
茫》，散文集《岁月留痕》《人在旅途》《幸福
在路上》《幸福的感觉淡淡的》《老兵日记》

《别问时间都去哪了》《老兵不走》，长篇小
说《交通局长》《我不欠你的》《扶生》等十
余部作品。

外婆家在一个古老的村庄

门前有一口古老的水井

井很深，壁很平，水很清

像一双永不枯涩的眼睛

每天，天未亮

家家户户的汉子、媳妇们

就担起粗糙的木桶铁桶

一起涌向那口唯一的老井

满村就会荡起杂乱的叮咚

滴滴答答洒满水珠的小路

是庄稼人一天的第一步行踪

辘轳就这么缓慢地转出春夏秋冬

井绳就这么悠悠地缠绕乡亲乡情

黑黝黝的老井在长长的岁月里

装不完祖辈悲切的叹息和

苦涩的笑声……

外婆曾坐在老井旁

给我讲着许多许多的传说

所有故事都那么动听

从义和团扫清灭洋阻止列强

到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从卢沟桥打响抗战的第一枪

到南京城日本帝国的血腥罪行

从台儿庄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到陕北延河之畔的闪闪红星

从枣园窑洞的星星之火

到革命理想照耀中国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到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初心

从西柏坡的团结高效

到新中国成立

从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到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光

外婆在老井边暖暖的阳光下

都能说出这老井远远的背景

外婆的脸刻满历史的风霜

那是一面古朴的铜镜

那清澈、清凉的井水

擦去多少战士额头的血痕

抚平多少百姓紧缩的面容

井水滋润着庄稼人平淡的日子

井水让外婆有了未来的憧憬

一桶桶哟，一担担的井水

洒在乡村的小路

洒在希望的田野

哦，那口古朴的老井

是一双深情的眼睛

静静注视着山村的变迁

哦，那口古朴的水井

是一张放开的歌喉

把苦难吟唱，把幸福颂扬

把劳动赞美，把时代讴歌

年迈的外婆，年迈的老井

年迈的外婆，年迈的传说

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直到我五十多岁

才渐渐读懂

外婆家那口久远的老井

老井在我的心中

永远是一个笔直的身影

外婆在我的印象

是一条笔直笔直的大路

（作者单位：西安市穆柯寨书院）

你是一座宝藏

充满着蓬勃的力量

我侥幸抡起镢头

随心挖上几筐

你是一座宝藏

孕育着无穷的希望

我早晚掮着铁锹

随喜往复多趟

你是一座宝藏

洋溢着青春般辉煌

我沉迷在你脚下

随风日夜徜徉

你是一座宝藏

彰显着大师的模样

我已经备好车马

随时向着远方

（作者单位：陕西江汉水电勘

测设计有限公司）

你是一座宝藏
——致我的文学导师

□郭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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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我有三位母亲，其中
两位已经逝去，一位健在。三位
母亲，让我这个做警察的儿子铭
记一生。

第一位母亲是我的亲生
母亲。

过年过节回不了家是警察
工作的常态，尽管如此，母亲依
旧在每个节前都会忙着张罗，希
望儿孙们能回家吃饭。2010 年
腊月二十九，因工作需要到耀
县、阎良等车站派出所督导工
作，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大姐打
来电话，说母亲张罗饭菜时摔
了，髌骨骨折，已经被送到三嫂
所工作的医院，打上了石膏。

我是遗腹子，父亲在我出生
一个月前去世。母亲将一生的心
血倾注在我们姊妹五个人身上。
快乐，她分享给儿女们，而自己却
在苦和累中寻找独特的快乐。眼
下，我们姊妹分别在西安、咸阳等

地成了家，买了房，而她自己却独居在曾经养育过我
们的土屋。我们每次将母亲接到西安享受天伦之乐，
可第二天她就跟个孩子似的闹着要回老家。后来我
才明白，孙女上学、儿子和媳妇要上班，她怕自己让
我们会分心，影响工作，所以执意回家。

这次也是，母亲叮嘱送她去医院的二哥，不要告
诉我们她骨折的事，怕影响我们工作。三哥背着母
亲，偷偷告诉了大姐。我没敢给母亲打电话，怕三
哥会被母亲责备。在结束工作后，我赶到了母亲
身边……

第二位母亲是我的丈母娘。
丈母娘是位善良又正直的女人。记得有一次，

铁路沿线某派出所查获一起使用假票证案，犯罪嫌
疑人被行政拘留，其家属是丈母娘的邻居，知道我在
公安局上班，于是跑到丈母娘家求情，丈母娘没客
气：“你们犯的是国法，找我儿子（女婿）也没用。你
们不用再找我了，我不会给孩子们添乱。”

丈母娘家在临潼，离我们所辖的临潼车站派出
所不足 500米。上世纪 90年代末我刚结婚，派出所
没有食堂，当时派出所刚分来一名大学生，家不在
当地，吃饭都是“打游击”。丈母娘是个热心人，但
凡到了饭点，丈母娘总会托人捎话让这名民警去家
里吃饭。丈母娘说：“多一个人吃饭，也就是锅里多
加一碗水，没有啥。”

第三位母亲是徐妈。
徐妈是大嫂的母亲。记得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

时候，由于家境贫寒，寒假是在徐妈家度过的，徐妈
对我的关爱胜过于对她的几个子女。

记忆最深的是一天晚上，徐妈问我要不要吃豆
花，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豆花。于是第二天凌晨 4
点徐妈就起床了，我也醒了，看着徐妈将泡好的黄豆
倒入石磨，她一边磨豆子一边对我说：“做人就像磨
豆子，要一步一步来，将来长大，干什么事情也要像
磨豆子一样。豆子要磨细，基础打好了，浆水才好，
喝豆浆也好，点豆腐也好，豆香味才更加浓郁。”

后来我当了警察，徐妈很是欣慰，说：“老五（我
的小名）有出息。”

徐妈一直把我当儿子看待，她一直在宝鸡凤州
火车站居住。凤州火车站属于我们管辖，每次去凤
州出差，我都会去看徐妈。每次去，徐妈总是唠叨两
件事，第一是嫌我买东西乱花钱；第二是嘱咐我好好
工作，穿上国家的衣服，就要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

（作者单位：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

外婆家的老井
□邢德朝

阳光小院
在久居繁华的都市，住着巴掌大的单元房，都

没地方侍弄花草，这使我更想念老家的小院。儿
时的记忆里，我家小院在村子里算是大院子了，有
两个篮球场那么宽敞。有两孔窑洞，两间坐北朝
南的厦房，房檐下是用水泥和沙子打的一个台面，
宽敞又干净。

新的一天在母亲的洒水扫院声中开启。院子
是我家的门面，也是会客厅，是检验一家人是否勤
俭持家的一面镜子。扫完院子，母亲打开鸡舍，撒
些吃食，鸡如儿女般扑棱着翅膀围着她咯咯地叫
着，我们也要抓紧时间起床洗漱上学去。

周末如果太阳好，我们要帮母亲把麦子淘净
晾干去磨面。我最喜欢干这个事情了，用笊篱或
筛子把麦子捞出来，倒在席子上晾晒。晒干的过
程中要看着鸡不让它们来捣乱，还要用木制粑子
翻一翻麦子。喜欢耙子在麦子上走动的感觉，我
把耙子当成画笔，一会儿在麦子上画出了南北沟
壑，一会儿又画朵花，或者是一棵树、一朵云，常因
此被母亲训斥。

我最喜欢冬天晒被子，母亲把被子搭成一行，
俏皮的我们会围着被子捉迷藏，玩得很投入。收
被子时，母亲用一根木棍敲打被子上的灰尘，把尘
土散了去，把阳光打进来。晚上盖着晒过的被子

特别舒服，暖暖的、绵绵的，有阳光的清香，还融入
了母爱的味道。

我家院子开阔、房子向阳，一到冬闲，妇女们
就自觉地聚到我家院子晒太阳，干活聊天。有纳
鞋底的、做虎头鞋的，还有缝补衣服的，小院里时
不时传出阵阵笑声，惊得梧桐树上胆小的麻雀一
群群飞走又落下来。孩子们也来凑热闹，男孩子
扎成一堆，比谁的链子枪做得好，谁的弹弓打得远
打得准，谁的铁环做得漂亮滚得好。女孩则抓石
子、玩沙包、踢毽子，别提有多热闹多快乐了。

我最享受的是一家人在小院梧桐树下吃饭的
时光。虽然饭菜很简单，但经过母亲的用心烹饪，
我们每餐都吃得津津有味。菜盒、煎饼、臊子面、
饺子、白面馍馍都是饭桌上不常见的饭食，很多时
候我们吃的是黄面馍、苞谷糁和母亲腌制的咸菜，
咸菜被咬地咯吱咯吱响，苞谷糁被呼噜噜喝下，让
人感觉吃不饱一样。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石
桌上，映照得饭菜看起来更加诱人。

在阳光下的石桌上吃饭，我们不会撒下一粒
米、一点点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没人会在
吃穿上攀比，孩子们把心思也全用在学习上，憋足
了劲儿要通过读书从小院里走出去，走进比小院
更广阔的世界。 （作者单位：西安庆华厂）


